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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梨 為 薔 薇 科 （ R o s a c e a e ） 梨 亞 科

（Pomoideae）梨屬（Pyrus）多年生落葉果

樹，梨屬有30多個種，原產於高加索及中國

等地區。在臺灣及日本地區栽培種為砂梨

（P. pyrifolia），果肉脆，不必經後熟即能食

用，又稱為東方梨（oriental pear）；西洋梨

（P. communis）則需後熟俟果肉變軟後，才

能食用。

梨是世界性水果，落葉果樹種類中，除

葡萄、蘋果外梨為第三大之果品。在臺灣之

栽培面積據2005年調查為8,409公頃，產量

為113,183公噸，主要栽培地區為臺中縣之東

勢鎮、和平鄉、新社鄉、石岡鄉、后里鄉；

苗栗縣之卓蘭鎮、大湖鄉、三灣鄉；嘉義縣

竹崎鄉；宜蘭縣三星鄉等。臺灣低海拔地區

栽培品種主要為橫山梨，是早年先民自中國

華南地區引進栽培於新竹縣橫山地區，後漸

漸擴展至全島，故名橫山梨。1959年東西橫

貫公路開通完成，自日本引進高需冷性梨品

種於高海拔之梨山山區栽培成功，而成為梨

之重要產地。

1971年代中期臺中縣東勢鎮農友張榕生

先生研發高接梨生產技術成功後，目前中低

海拔地區之橫山梨大部份以生產高接梨為

主。近年來相關農業改良試驗場所利用雜交

方法，育成低需冷性，可在中低海拔地區栽

培之新品種，目前正推廣中。

（二）主要栽培品種

梨在臺灣目前栽培有二類：一為栽培在

低海拔地區之低需冷性品系梨，主要是橫山

梨（圖一）；另為在高海拔山區栽培之日本

梨如新世紀梨、新興梨、豐水梨等（圖

二）。橫山梨植株強健，低溫需求量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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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橫山梨（廖萬正） 圖二：新興梨（廖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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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大、果心小，稍帶酸味，產量高而穩定，

栽培面積約為5,000餘公頃，主要之栽培地

區在臺中縣、苗栗縣，其它各縣市亦有零星

栽培。橫山梨產量雖高，但產期集中在8 ~ 9

月，果實石細胞多、質地粗，且無法長期冷

藏，故價格低。於1971年間東勢地區開始發

展高接梨後，低海拔之梨產業始蓬勃發展。

近年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農試所）及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中場）

所育成適合在低海拔地區栽培之梨新品種，

計有台農1號明福梨、台農種苗2號蜜雪梨

（圖三）、台農3號玉金香梨、臺中1號福來

梨（圖四）、臺中2號晶圓梨（圖五）、臺中

3號晶翠梨等（圖六）。目前栽培面積較多者

為蜜雪梨及晶圓梨，其他品種則正推廣中。

蜜雪梨果皮為綠色，果重約為400公克，果

圖三：蜜雪梨（廖萬正）

圖四：福來梨（廖萬正） 圖六：晶翠梨（廖萬正）

圖五：晶圓梨（廖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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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甜而多汁，具果香，但不耐冷藏；福來梨

果實大，平均約500公克，果皮為褐色、果

心小、果肉細脆多汁，產量穩定，晶圓梨果

皮為褐色，果形圓整，果重約475公克，果

肉厚、果心小、肉質脆、甜而多汁，具有果

香、產量高；晶翠梨，為最新育成品種，果

皮為綠色，果重約 415 公克，果肉甜而多

汁，肉質脆，耐冷藏。

（三）梨周年生育情形

低海拔之橫山梨於2月上、中旬開花、

萌芽，開花結果後經疏果、套袋等，果實可

在9月間成熟。萌芽後新梢生長，於4 ~ 5月

生長最大量，停梢後進入花芽分化期，於11

月間落葉，進入休眠期。高海拔之日本品種

梨在3月底至4月初開花、萌芽，果實在9月

中旬後收穫，12月落葉進入休眠。

高接梨是利用橫山梨之徒長枝為砧台，

以高品質梨之花芽為接穗，在12 ~ 1月間進

行嫁接，在嫁接約1個月後開花、結果，依

嫁接品種不同及嫁接時期之早、晚，在5 ~ 8

月間收穫高接品種之果實，此種果實稱為高

接梨。目前主要之高接品種為豐水梨、新興

梨、幸水梨、新世紀梨、秋水梨等。秋水梨

收穫期最早在 5 月即可採收；幸水梨約在 6

月上旬；豐水梨及新世紀梨在6 ~ 7月上旬；

4

圖七：砧台（廖萬正） 圖九：高接完成（廖萬正）

圖八：切接（廖萬正）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7

5

新興梨則在7月上旬至8月間。高接梨是每

年需要重新嫁接作業的梨生產方式。

（四）高接梨生產

1.高接時期

高接適期在12月下旬至1月間，此時期

為橫山梨休眠完成，樹液流動，高接存活率

高，且能與橫山梨同時開花，故結果良好，

果實發育佳，品質優良，產量高。

2.高接方法

以橫山梨之徒長枝為砧台（圖七），以

欲生產品種之帶花芽之枝條為接穗，以切接

法高接（圖八、九）。每株橫山梨約嫁接120

~ 150芽。

3.高接後之管理

在高接後約 30 ~ 35 日即可開花（圖

圖十一：著果（廖萬正）

圖十：開花（廖萬正）

圖十三：套袋（廖萬正）

圖十二：疏果（廖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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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開花後進行人工授粉，可提高果實結

果率（圖十一），並能提高果實品質，著果

後進行疏果，每穗留3 ~ 4果，再行套袋（圖

十二、十三）。

4.收穫

因品種不同於開花後約145 ~ 165日後可

收穫（圖十四），收穫時期自5月中旬至8月

上旬。

（五）栽培與管理

1.整枝與修剪

整枝是將幼樹之枝條修剪成理想之形

狀，形成基本之植株骨架，其目的在發揮土

地之有效利用，及葉片截取陽光之效率，以

提高產量與品質。修剪是維持植株形狀之處

理方法，如摘心、除芽、捻枝、不當枝條之

剪除等。在臺灣梨大部分皆採棚架栽培，以

減少颱風之危害，梨之整枝方式通常採用自

然開心型，在梨樹定植後，於離地70 ~ 90公

分處開始培養 3 支主枝，每支主枝再培育 3

支亞主枝，成為基本之骨架。再由亞主枝培

養側枝及結果枝，而成為完整的樹型。

為維持梨樹之樹型，必需配合適當之修

剪工作。修剪分為夏季修剪及冬季修剪2個

時期。夏季修剪主要是防止不當之枝條生

長，以免防礙枝葉之光照與通風，其方法有

除芽、捻枝、摘心等，分別於不同時期進

行。冬季修剪則是進行枝條生育之調整、枝

條更新等較大之工作。

2.催芽

新近育成之新品種，其低溫需求量約在

300 ~ 600小時間者，適合在海拔700公尺以

上地區栽培，若在平地或較低海拔地區種

植，則其萌芽、開花期將延遲至3 ~ 4月間，

且萌發不整齊，影響田間管理工作，故需以

人工方式進行催芽處理，催芽藥劑可用氰滿

素（春雷），稀釋濃度約40 ~ 50倍，催芽處

理時期應選在1月中、下旬，氣溫較高時進

行處理，其催芽效果佳，若在寒流期間處

理，則催芽效果不良。

3.開花與結實

梨為自交不稔性，自花（同品種）授粉

不能結實或結實率很低，故需與其他品種授

粉才能確保結實。若田間僅栽植單一品種而

附近亦無其他品種之梨園，則需進行人工授

粉。故於栽植時應種植授粉樹（授粉樹應與

主栽品種同時開花，且具有經濟性），或每

6

圖十四：果實（廖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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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樹高接數芽其他品種，以利授粉。

4.土壤改良

梨園經過多年施用化學肥料後，土壤漸

酸化，致使某些元素會發生缺乏，故若土壤

經檢測後pH值降低至5.5以下時，則需進行

土壤改良工作。土壤改良資材可用石灰、白

雲石粉、若土石灰、蚵殼等材料，施用量每

公頃每次1,200 ~ 1,500公斤，施用後需進行

翻土，以使與土壤充分混合，才能發生效

果，否則效果有限。在施用此等資材時，一

次用量不宜過量，亦應施用有機資材，以防

土壤變劣，經過數年之改良後土壤pH值達

到7.0左右時，可停止施用石灰資材。

5.施肥時期及施肥量

梨於休眠期施用基肥，以有機質肥料為

主，每株約施用30 ~ 50公斤，於著果後、果

實肥大期分3次施用追肥，追肥以化學肥料

為主，施肥量每10公畝氮、磷酐、氧化鉀之

要素量約15公斤、10公斤、12公斤，果實

採收後再施用裡肥每分地約施氮肥5公斤、

氧化鉀5公斤。

（六）結語

梨為國人喜愛之水果，目前在高海拔地

區栽培之溫帶梨，因交通、運輸及人力等因

素影響，其生產成本高，在低海拔地區以高

接方式生產高品質梨因每年需購買接穗，重

複高接，且易受天候影響其成功率，故生產

成本甚高。

為提高梨之競爭力，應於低海拔地區栽

培新品種梨，以低生產成本，穩定生產高品

質梨，則能再創造梨產業的另一高峰。

（作者：廖萬正）

梨屬於薔薇科，原產於小亞細亞，為

落葉喬木，品種極多，是臺灣相當重要的

經濟果樹之一。臺灣原本無溫帶梨，日據

時期，自日本引進二十世紀梨、長十郎

梨、冬梨及扁蒲梨，種植於臺中縣佳陽、

梨山及環山等地，生長良好，結果亦相當

不錯。臺灣平地梨，主要以橫山梨為主，

係新竹橫山土產，而四季梨則屬於新竹關

西與桃園大溪土產。依據 2003 年農業年報

記載，臺灣梨樹栽培面積共有8,700公頃左

右，其中以臺中縣為最主要產區，其餘分

布在苗栗、南投、宜蘭、嘉義、彰化及臺

東縣等地區。臺灣由於地處於熱帶與亞熱

帶地區，高溫多濕，極適宜病害的發生，

因此臺灣梨樹在栽培期間所發生的病害，

據文獻指出主要以真菌性病害為主，其次

有菌質體、濾過性病毒及根瘤線蟲等引起

的病害。目前常栽的溫帶梨有新興、二十

世紀、新世紀及長十郎等品種，在海拔

1,500 公尺以上，生長良好，品質極優，但

黑斑病與黑星病（二十世紀梨最感病）極

為嚴重，對梨的產業影響很大。平地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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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有抵抗性，惟輪紋病發生嚴重。真菌

病害的感染源大多為孢子，可以靠空氣與

雨水傳播，此外菌體可存活於枯枝落葉

中，作為接種源，因此注意田間衛生、加

強整枝修剪與肥培管理，適時施用適當的

預防性保護藥劑與非農藥防治技術等綜合

防治措施，是管理梨樹葉部與果實病害的

基本原則。在管理土壤傳播性病害時，除

應選用清潔健康的苗木外，尚需考量土壤

排水問題、育苗場的防雨設施及苗木定植

後田間的水份管理等，如此才可有效降低

梨樹病害的發生。

（作者：黃振文）

梨屬薔薇科（Rosaceae）植物，早期臺

灣地區中低海拔梨樹栽培本以容易管理但

果肉品質較差的橫山梨為主，由於園藝學

家獨創開發利用產期調節及嫁接管理技

術，將品質較優之新興、幸水、豐水、二

十世紀、新世紀等溫帶梨的花芽做為接

穗，以橫山梨為砧木，高接於橫山梨枝條

上，以生產早收，品質佳的高級梨，提高

栽培經濟效益。梨樹耕作制度改變，每公

頃產值因此提高，栽培面積也隨之擴張。

至今，由於新品種不斷引進，梨樹害蟲相

因而發生變動，再加上臺灣已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國外水果開始引進國內市場，使

原本在梨樹上無紀錄的害蟲，隨著國際間

貿易及交通的發達而入侵，使本地面臨生

產量增加與進口水果競爭的雙重壓力。因

此，如何做好蟲害管制及栽培管理，以維

持品質好的產品，及能外銷國外市場，尤

為重要。有關梨樹蟲害研究與防治方法的

資料甚為缺乏，農民無法確實掌握防治技

術，招致防治成本增加，因此有必要對其

害蟲的發生種類進行瞭解。

臺灣地區對梨樹害蟲的記錄，最早可由

1943年日本人三輪勇四郎於「臺灣害蟲名彙」

中即紀錄了 42 種梨樹害蟲，其中包括半翅

目、鱗翅目、鞘翅目及雙翅目等昆蟲。1983

年及1984年農試所羅幹成氏報導臺灣地區常

見梨樹害蟲種類有9種害蟲，包括梨綠蚜、

梨瘤蚜、桑粉介殼蟲、桑介殼蟲、梨圓盾介

殼蟲、咖啡木蠹蛾、梨木蝨、柑桔薊馬、臘

介殼蟲等，及6種害 ，包括二點葉 、歐

洲葉 、熱果葉 、維也納葉 、蘋果銹

、卵形偽葉 等，至1986年張玉珍氏等在

「臺灣林木害蟲及其寄主植物名錄」中共紀

錄梨樹害蟲63種。

根據防檢局2002年所編印的「臺灣大陸

兩地常見果樹害蟲對照－害蟲名稱對照叢書

（二）」一書中記錄臺灣地區常見梨樹害蟲共

有8目46科157種害蟲及7種害 ，而記錄大

陸地區常見梨樹害蟲包括9目73科359種害

蟲及6種害 ，合計兩岸常見梨樹害蟲的記

錄共有9目74科367種害蟲及7種害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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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記錄的梨樹害蟲種類似乎非常

多，但在栽培管理時須加以防治的梨樹害蟲

並非全部，根據臺中場劉添丁氏2000年編著

的「降低寄接梨生產成本」及2002年編著的

「中部地區重要果樹保護手冊」兩資料中，

臺灣地區常見梨樹害蟲只提到3目6科7種害

蟲，包括梨綠蚜、 梨瘤蚜、桑粉介殼蟲、

桑擬輪盾介殼蟲、梨圓盾介殼蟲、咖啡木蠹

蛾、梨小食心蟲，及二點葉 ，另根據1993

年臺灣省農林廳及國立中興大學共同編印的

「落葉果樹病蟲害圖鑑」一書中報導臺灣地

區常見梨樹害蟲共有3目6科7種害蟲，包括

梨綠蚜、梨瘤蚜、桑粉介殼蟲、桑介殼蟲、

梨圓介殼蟲、咖啡木蠹蛾、東方果實蠅及二

點葉 。

其後梨樹因具經濟重要性，持續有農業

研究人員調查其害蟲種類，並發表新紀錄種

之害蟲。根據農試所陳淑佩等調查至2004年

的資料，梨樹害蟲種類已累積達117種。臺

中場近年來也在臺中縣、南投縣和彰化縣等

地調查梨樹害蟲種類，結果發現中部地區常

見梨樹害蟲種類包括6目16科24種害蟲及2

目3科4種有害動物。

（作者：王文哲）

臺灣的梨樹大部份栽種於坡地，土壤

的含水量，不僅影響果實的充實與成熟，

若表土水分過多，則易滋生雜草。同時梨

樹採棚架式整枝法，為維護樹型及調節生

育，於夏季及冬季需要修剪，樹體下方日

照充足，亦利於雜草的生長。近年的調查

顯示，梨樹園雜草有38科130種以上，以菊

科、禾本科、蓼科、玄參科及莧科為主。

單一梨園的雜草種類多在 20 種以上，低海

拔梨樹園之雜草以華九頭獅子草、野莧、

大花咸豐草、紫花藿香薊、馬唐、牛筋

草、酢漿草等為主；中海拔地區多為貓耳

菊、歐洲黃苑、青牛膽、大扁雀麥、菽

草、圓葉錦葵、臺灣何首烏、小酸模、大

羊蹄及阿拉伯婆婆納等。此外，鵝兒腸、

焊菜及早熟禾則於低、中海拔地區皆可生

長。目前梨樹園普遍噴施除草劑或以背負

式割草機除草。植物保護手冊中登記於梨

樹園使用的除草劑為嘉磷塞（glyphosate）

及固殺草（glufosinate）2種，二者皆為非選

擇性除草劑，具有全面性防除雜草及省工

的特點，然而藥劑使用或過度噴施此類非

選擇性除草劑，易發生藥害及土壤裸露問

題，成為坡地梨樹園水土保育的隱憂。適

宜之梨樹園管理，並非將雜草完全除去，

而是當雜草造成果樹生長或栽培管理的干

擾時，才除去或防治。草生栽培係以覆蓋

或綠肥植物，使土表保持草生狀態的園區

管理方式。梨樹園區內低矮的自生性植

物，於低海拔地區有荷蓮豆草、鵝兒腸、

蓮子草、節節花、焊菜、短葉水蜈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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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鴨舌 舅、酢漿草、紫花酢漿草、假扁

蓄、竹仔菜、通泉草及雷公根等；中海拔

地區有鵝兒腸、貓耳菊、早熟禾、光風

輪、菽草、鴨跖草、薺菜、小酸模、阿拉

伯婆婆納、毛蟲婆婆納等，可於園區內自

行選留為草生栽培的植物。適宜之梨樹園

雜草管理，需配合果樹生長發育習性及灌

溉、修剪等栽培管理時期，以降低雜草對

果樹造成的干擾為前提，方能達成兼具果

樹生產的經濟效益與生態保育之目的。

（作者：袁秋英、蔣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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